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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暨 2019 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基本情况概述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自身实际经营

需要，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在不超过人民币 14,609.00 万元的范

围内进行。 

2.预计 2020 年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0年预

计金额披露 

截止披露日已

发生的金额 

2019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和

接受劳

务 

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等 
市场原则 880.00 195.98 491.30  

北大医药重庆大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等 
市场原则 1,540.00  270.17  1,011.74  

北京北大资源物业经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海淀分公

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市场原则 10.00                       7.46  

北大资源（湖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市场原则 70.00      67.60  

北京康裕后勤服务有限公

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市场原则 40.00  2.40  28.80  

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 接受劳务等 市场原则 30.00                       2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司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市场原则 30.00                       15.22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等 市场原则 130.00  37.47  104.56  

北京怡健殿方圆门诊部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及

设备等 
市场原则 20.00                       10.15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原则 410.00  68.35  327.89  

北大医疗产业园科技有限

公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市场原则 110.00                                             

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 市场原则 2,600.00                       1,222.32  

北京北大医疗康复医院有

限公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市场原则 60.00                          

北大医疗康复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市场原则 100.00      85.22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及

设备等 
市场原则 15.00                            

 
 小计     6,045.00 574.37 3,392.26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和

提供劳

务 

山东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2,400.00 51.19 2,154.96  

湖南恺德微创医院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2,600.00  139.53  2,597.07  

北京迦南门诊部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30.00 1.15 25.82  

北京北大医疗康复医院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220.00 0.00 190.80  

北京怡健殿诊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460.00 0.67 398.89  

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14.00 3.47 12.21  

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等 市场原则 450.00 0.00 403.58  

北京怡健殿方圆门诊部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840.00 12.06 763.06  

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10.00 0.89 0.43  

北大医药重庆大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30.00 6.38 27.65  

北京康裕后勤服务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等 市场原则 10.00 0.00                       

北大医疗产业园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110.00 0.00 82.50  

茶陵恺德微创（湘铁）医院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100.00 3.08 
                

79.69  

北京怡健殿望京诊所有限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120.00 0.96 20.16  



公司 

天津北大医疗海洋石油医

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420.00 0.00 91.08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150.00 106.37 

                  

-    

长治市北大医疗潞安医院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100.00 0.30 

                  

-    

北京北大医疗创新谷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市场原则 500.00 0.00 466.90  

 
 小计     8,564.00 326.05 7,314.80 

 
 总计     14,609.00 900.42 10,707.06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额  

 2019 年

预计金额  

实际

发生

额占

同类

业务

比例 

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

生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等 
491.30  1,200.00  0.32% 708.70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暨 2018年度关

联交易补充确认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9-009） 

北大医药重庆大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等 
1,011.74  2,100.00  0.66% 1,088.26  

重庆方诚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接

受劳务等 
               15.00  0.00% 15.00  

北京北大资源物业经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海淀分公

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7.46  26.00  0.00% 18.54  

北大资源（湖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67.60  80.00  0.04% 12.40  

北京康裕后勤服务有限公

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28.80  30.00  0.02% 1.20  

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等 20.00  20.00  0.01%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15.22  35.00  0.01% 19.78  

上海德麟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租赁                15.00  0.00% 15.00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等 104.56  150.00  0.07% 45.44  

北京怡健殿方圆门诊部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及

设备等 
10.15  30.00  0.01% 19.85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327.89  320.00  0.21% -7.89  

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 1,222.32  1,800.00  0.79% 577.68  

北大医疗康复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 

租赁及接受

劳务等 
85.22  250.00  0.06% 164.78  

小计   3,392.26  6,071.00  2.20% 2,678.74  

山东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2,154.96  3,500.00  0.86% 1,345.04  

湖南恺德微创医院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等 2,597.07  3,600.00  1.04% 1,002.93  

北京迦南门诊部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25.82  80.00  0.01% 54.18  

北京北大医疗康复医院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190.80  250.00  0.08% 59.20  

北京怡健殿诊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398.89  300.00  0.16% -98.89  

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等 12.21  15.00  0.00% 2.79  

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等 403.58  900.00  0.16% 496.42  

北京怡健殿方圆门诊部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763.06  380.00  0.30% -383.06  

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等 0.43  120.00  0.00% 119.57  

北大医药重庆大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27.65  100.00  0.01% 72.35  

北京康裕后勤服务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等 -    10.00  0.00% 10.00  

北大医疗产业园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等 82.50  250.00  0.03% 167.50  

茶陵恺德微创（湘铁）医院 销售商品等 79.69  -    0.03% -79.69  

淄博市临淄区石化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销售商品等     200.00  0.00% 200.00  

北京怡健殿望京诊所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等 20.16  200.00  0.01% 179.84  

天津北大医疗海洋石油医

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91.08                                   0.04% -91.08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等 

 
300.00  0.00% 300.00  

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等   

           

-    
0.00% 

         

-    

北京北大医疗创新谷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466.90  

           

-    
0.19% -466.90  

小计   7,314.80  10,205.00  2.92% 2,890.20  

合计   10,707.06  16,276.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及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预计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6,276万元，实际发生金

额 10,707.06万元。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未超预

计。在执行过程中，实际金额与预计金额出现较大差异，

主要是部分关联方基于市场情况或自身经营发展状况

减少了与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对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预计是结合当时的市场前景、产销计划、履约能力

等方面进行的评估和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一

定的偏差。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波动在合

理范围内，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19年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

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

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

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4.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5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

案的董事会表决情况为：同意 2票，回避 7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

宋金松、袁平东、范晶、孙建、任甄华、毛润和王洪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的监事会表决情况为：同

意 3票，回避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监事胡继东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尚需获得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2019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情况 

1.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9年 5月 8日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在不超过

16,276万元的范围内进行。 

公司在年报审核中发现，公司部分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现补充确认

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2、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 2019年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北京怡健殿诊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398.89        300.00  0.16%    98.89  

北京怡健殿方圆门诊部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763.06        380.00  0.30%   383.06  

茶陵恺德微创（湘铁）医院 销售商品等    79.69           -    0.03%    79.69  

天津北大医疗海洋石油医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91.08                                 0.04%    91.08  

北京北大医疗创新谷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等 
        

466.90           -    0.19%   466.90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327.89  320.00  0.21%     7.89  

合计   2,127.51 1,000.00 0.93% 1,127.51 

现补充确认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3.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5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该议

案的董事会表决情况为：同意 2票，回避 7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

宋金松、袁平东、范晶、孙建、任甄华、毛润和王洪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的监事会表决情况为：同

意 3票，回避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监事胡继东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关联

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尚需获得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北大资源物业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淀分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9号 2幢 214、216室 

负责人：傅连山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销售日用品、

服装、鞋帽、化妆品、卫生用品、钟表、眼镜、箱包、厨房用具、日用杂货、文

化用品、玩具、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食用农产品、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企业管理；城市园林绿化；电脑

打字、复印；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文化咨询；体育咨询；建筑物清洁服务；洗车服务；

健康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经济贸易咨询；销售食品；出版物零售；

集中养老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销

售食品、集中养老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隶属企业名称：北京北大资源物业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资源物业海淀分公司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

总资产 39,139.01 万元，净资产 6,013.7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3,198.22万元，

净利润 1,082.71万元。 

关联关系：资源物业海淀分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上市

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北京康裕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1号 

法定代表人：俞红霞 

注册资本：5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企业管理；销售医疗器械、文化用品、电子

产品、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花卉、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橡胶制品、

工艺品；承办展览展示；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家庭劳务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餐饮管理；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

房；验光配镜；销售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北医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康裕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1,991.69万元，净资产 538.3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82.94万元，净利润 52.06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北医医院管理公



司为其控制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2 号 8层 802房间 

法定代表人：刘建 

注册资本：21,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有线电视站、共用

天线设计、安装；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推广；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电子元器件、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通讯设备、

广播电视设备；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方正宽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218,015.69 万元，净资产-29,921.1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3,727.92 万元，净

利润-45,236.49 万元。 

关联关系：方正宽带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1号 

法定代表人：陈仲强 

注册资本：15,000 万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经营范围：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心脏内科、心脏外科、

血管外科、肿瘤内科、血液病科、放射治疗科、眼科、妇科、产科、生殖医学、

儿科、乳腺疾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肾脏内科、骨与运动医学、

危重症医学、呼吸内科、胸外科、消化内科、消化外科、风湿免疫疾病科、代谢

内分泌科、感染疾病科、普通外科、整形外科、耳鼻喉头颈外科医疗与护理、医



科大学临床教学、医科大学临床实习、医学博士生培养、医学硕士生培养、外贸

医学留学生培养、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健

与健康教育。 

主要股东：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大国际医院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

产 98,694.67 万元，净资产-246,223.6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64,638.98 万元，

净利润-55,232.53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大国际医院为其控

制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融广场 A

栋 21层 

法定代表人：施华 

注册资本：288,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在上海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

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

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方正人寿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1,062,847.96万元，净资产 226,686.9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35,749.02 万元，

净利润 4,608.47万元。 

关联关系：方正人寿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北大医疗康复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回龙观镇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医疗园路 6

号院 4C 楼 2层 209 室 

法定代表人：贾莉 



注册资本：16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康复机构的咨询、管理、培训；批发医疗器械；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涉及专项审批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销售

食品。（销售食品销售食品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康复医院管理公司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

总资产 13,307.57万元，净资产 10,076.7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20.51 万元，

净利润-1090.04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康复医院管理公司为

其控制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北大资源（湖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单洞路亚洲广场 B栋 

法定代表人：刘强 

注册资本：3,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批零兼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汽车零配

件。（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的许可证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香港北大资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源湖北资产管理公司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为：总资产 39,959.79 万元，净资产 13,350.6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31.37

万元，净利润 270.34 万元。 

关联关系：资源湖北资产管理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八）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镇方正大道 22号 



法定代表人：白太兵 

注册资本：25,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限本企业自产药品）原料药（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

与期限从事经营）；生产、销售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销售：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木材、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械；

制药技术咨询及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重庆合成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71,135.39 万元，净资产-17,604.2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91.29 万元，净利润

-6,657.08万元。 

关联关系：合成集团持有本公司 170,356,2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58%，

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合成为合成集团全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九）北大医药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镇方正大道 21号 

法定代表人：罗建新 

注册资本：16,332.58 万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限本企业生产的药品）散剂、口服溶液剂、原料药

（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事项从事经营），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销售本公司生产的兽药原料和兽药制剂，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批发，

医药、化工产品技术开发，国内贸易（不含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品种），销售

五金、交电、普通机械、金属材料、木材、日用百货、电器机械及器材、（以下

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及原料、建筑材料，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大新药业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143,802.47 万元，净资产-12,035.3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7,564.03 万元，净

利润-4,727.76 万元。 

关联关系：合成集团持有本公司 170,356,2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58%，

为公司控股股东。大新药业为合成集团控股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龙凤桥街道正川玻璃工业园 

负责人：邓勇 

注册资本：15,120 万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销售：锁口瓶，药用玻璃瓶，瓶盖，塑料制品，玻

璃仪器及制品，医药包装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

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正川股份的财务数据（经审计）为：总资产

124,095.01万元，净资产 103,597.9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2,108.08 万元，净

利润 6,105.67 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独立董事王洪先生为正川股份独立董事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关系：公司独立董事王洪先生为正川股份独立董事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一）北京怡健殿方圆门诊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56号 4层 

法定代表人：王昱 

注册资本：1,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内科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怡健殿诊所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怡健殿方圆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4,762.49万元，净资产 194.9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130.86万元，净利润 970.32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怡健殿方圆为其控制

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二）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9号方正大厦 

法定代表人：邵行 

注册资本：23,000 万香港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计算机及软硬件产品，方正电子出版系统，计算机网络集成

及网络产品，信息系统工程，计算机系统工程，办公自动化系统，金融系统工程，

多媒体产品，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通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印刷机械；销

售自产产品；计算机网络信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在

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仅限经营类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方正（香港）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方正电子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89,676.61万元，净资产 66,604.3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0,087.41 万元，净利

润 10,951.33 万元。 

关联关系：方正电子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三）山东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太公路 65号 

法定代表人：顾国明 

注册资本：10,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综合医院服务、卫生院及社区医疗活动、专科疾病防治、门诊部

医疗活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妇幼保健活动、疾病预防控制及防疫活动、



康复服务、养老服务、健康体检服务、其他卫生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鲁中医院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114,105.26 

万元，净资产 44,999.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8,760.19 万元，净利润 2,865.06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鲁中医院受其间接控

制，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四）湖南恺德微创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株洲市荷塘区茨菇塘恺德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 

注册资本：1,612 万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内、外、妇、儿、传、五官、中医、麻醉、检验、放射、职业病、

医学美容、儿保、妇保、社区卫生,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北医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湖南恺德医院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

产 29,725.09 万元，净资产 6,177.9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6,273.49 万元，净

利润-19.93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湖南恺德医院为其控

制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五）北京迦南门诊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81号院 1号楼 A2-A102、A2-A103 

法定代表人：张捷 

注册资本：5,000 万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销售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医疗服务、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迦南门诊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5,052.31 万元，净资产-8,773.5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805.72 万元，净利润

-1,876.32万元。 

关联关系：肿瘤医院管理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迦南门诊为肿

瘤医院管理公司控股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六）北京北大医疗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8 号院 7号楼

及辅楼三至六层 

法定代表人：贾莉  

注册资本：8,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销售食品；销售医疗器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医疗服务、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医疗康复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康复医院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9,253.96 万元，净资产-15,27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950.49 万元，净利润

-3,193.13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康复医院为其间接控

制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七）北京怡健殿诊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号新盛大厦 1-3层 

法定代表人：宋金松 



注册资本：2,98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普通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妇女保健科、

青春期保健专业、更年期保健专业、妇女心理卫生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

腔科、口腔内科专业、正畸专业、口腔修复专业、皮肤科、皮肤病专业、精神科、

临床心理专业、康复医学科、运动医学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Ｘ线诊断专业、超声

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针灸

科专业、推拿科专业疾病诊疗。（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北医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怡健殿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18,587.97万元，净资产-33.0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851.37万元，净利润 133.15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怡健殿为其控制

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八）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29号 A1106室 

法定代表人：肖建国 

注册资本：250,000 万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医院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房地产咨询；仪器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销售铁

矿砂、钢材、建筑材料、皮革及制品、五金、家用电器、粮食、谷物、豆及薯类、

棉花、麻类、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非金属矿石

及制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皮革及制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专用设



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

演出）。（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应到市商务委备案；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大医疗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1,750,184.22 万元，净资产 337,661.3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8,225.69 万元，

净利润-88,895.05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十九）北京怡健殿望京诊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 33 号院 7 号楼 1 层 105 室、109-122

室、2层 208-233室、237室 

法定代表人：王昱 

注册资本：1,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

业/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

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健康管理；健康咨

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怡健殿诊所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怡健殿望京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3,580.38 万元，净资产-2,059.9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903.68 万元，净利润

-317.36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怡健殿望京为其控制



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十）北大医疗产业园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8号 

法定代表人：胡继东 

注册资本：43,49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调查；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物业管理；建筑工程项目

咨询；租赁实验室仪器；科技企业孵化；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

筑材料、五金、家用电器、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医疗器械Ⅰ类；房地产信息咨

询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从事产权经纪业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计算机系统服务；

从事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经营；销售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产业园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423,700.96万元，净资产 273,699.3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2,613.45 万元，净

利润 23,648.02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大医疗产业园科技

有限公司为其控制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十一）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山铝宿舍西山五街 2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 

注册资本：32,611.473150 万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综合医院服务、康复服务、养老服

务、健康体检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淄博医院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52,800.60 万元，净资产 27,342.4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4,770.4 万元，净利

润 214.40 万元。 

关联关系：淄博医院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十二）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生命园路 8 号北大医疗产业园 15 号楼 7

层 

法定代表人：宋金松 

注册资本：5,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药产品研究开发（药品生产除外）、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项目投资；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领取本执照后，需到区商委备

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方正医药研究院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

资产 27,559.93 万元，净资产 919.2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311.93 万元，净利

润-52.25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方正医药研究院为其

全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十三）天津北大医疗海洋石油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渤海石油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王福利 

注册资本：30,00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营利性医疗机构（凭许可证经营）；健康信息咨询；教育信息咨

询；保健服务；养老服务（凭许可证经营）；家庭服务；商品零售（凭许可证经



营）；药品、医疗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洋石油医院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

产 26,788 万元，净资产 11,801.8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8,957.00 万元，净利

润 1,340.70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海洋石油医院为其控

制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十四）北京北大医疗创新谷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8号院 

法定代表人：胡继东 

注册资本：1,010 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科技企业孵化；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

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调查；承办展览展示；工程技术咨询；租赁

实验室设备、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家用电器、机械设备、金属材料、日用品、卫生用品、服装鞋帽、医疗器械

I 类、医疗器械Ⅱ类；房地产信息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翻译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酒店管理；餐饮管理；

企业管理；会议服务；婚庆服务；城市园林绿化；物业管理；自然科学研究与试

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餐饮服务；集中养老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餐饮服务、集中养老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大医疗产业园科技有限公司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创新谷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6,105.38

万元，净资产 4,005.5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7,644.15 万元，净利润 2,019.19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创新谷为其间接控制

的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十五）茶陵恺德微创（湘铁）医院 

注册地址：茶陵县城关镇云盘街 

法定代表人：刘鹰 

注册资本：40 万  

企业性质： 民办非企业单位 

经营范围：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

学检验科、临床体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临床化学检验 

主要股东： 湖南恺德微创医院有限公司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茶陵恺德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991.51

万元，净资产 248.4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04.92万元，净利-209.86 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湘铁恺德为其控制的

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十六）长治市北大医疗璐安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长治市城区太行西街与西二环路西南角 

法定代表人：杨建业 

注册资本：90,000 万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医疗服务；养老机构经营：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璐安医院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

39,330.1 万元，净资产 26,614.5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3,684.98 万元，净利

-2,098.55万元。 

关联关系：北大医疗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璐安医院为其控制的

子公司，符合《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状况及资信情况良好，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

属日常经营所需，其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亦能正常支付账款。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内容 

公司预计 2020年与上述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超过 14,609万元。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主要系与合成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方正医药研究院、

北大医疗及其所属子公司、北大资源所属子公司、方正人寿和重庆正川等公司进

行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采购及销售商品、接受租赁及劳务、提供劳务服务等

交易。本次交易主要通过现金据实结算支付，具体结算方式、支付期限及生效时

间等详尽事宜均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二）定价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的定价原则，严格以市场价格为

依据，由交易双方根据签约实时的市场情况协商约定，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

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五、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

的影响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业务属日常经营所需。合成集团、北大医疗、方正医药

研究院等上述关联企业各自拥有资源优势，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形成积极的支持

和帮助。本次关联交易以遵守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为基础并结合实际市场情况进行，

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或者被控制。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900.42 万元。 

七、关联交易授权的有效期 

上述关联交易的授权获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有效期为 2020年 1

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已就该关联交易事项事先提供了相关材料，经认真审阅，我们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具备可行性和可操

作性。该事项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2、2020年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经双方

协商一致进行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1、由于公司对关联交易识别、统计不够准确，未能及时发现潜在关联方及

增加关联交易额度，导致 2019 年度部分关联方交易未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议并

披露。 

2、经认真审阅，我们认为，补充确认 2019 年度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相关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该事项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0 年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

进行的。公司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对公

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对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无异议，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给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独立意见 

公司补充确认的 2019 年度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

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对 2019 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事项无异议，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给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监事会审核意见 

(一)《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以遵守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为基础并

结合实际市场情况进行，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补充确认的2019年度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是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

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十、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监事会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